
中建股份2020年西南区域（四川）模板木枋联合集中采购拟中标单位公示

序号 单位名称 法人代表 联系人 单位地址
注册资本
（万元）

综合排名

1 北京嘉豪鸿业商贸有限公司 张玉明 张志明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路8号3层2单元312 2000 1

2 北京东泰恒大贸易有限公司 陈玉莺 林雪梅 北京市朝阳区锦珑文化产业园A栋 2600 2

3 湖南省金桥板业有限公司 曹政文 熊乐安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湘府路高升星光天地4栋10楼 1018 3

4 重庆市如鱼得水木业有限公司 邓朝红 邓朝红 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奥园康城A区10-8-16-2# 1100 4

5 广西惟吾德鑫商贸有限公司 王文祥 曾亚清 成都市温江区柳林路99号金强欧郡3幢一单元903号 1000 5

6 南充市烽凡佳商贸有限责任公
司

邓小敏 刘成 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江东北路三段104号 500 6

7 成都市蓉都浩林贸易有限公司 刘莉 刘勇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猛追湾横街99号世茂大厦7层 1000 7

8 成都隆顺贸易有限公司 周鹏 周鹏 成都市金牛区金府路555号万贯五金机电市场21号大厅
25号门

1000 8

9 成都筑华中盛商贸有限公司 朱兴强 朱兴强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金府路666号君逸酒店2403室 2000 9

10 浙江佰赢实业有限公司 王杰 郭金楚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双龙街199号金色西溪商务中心B座
5楼浙江佰赢

10000 10

11 广西青出于蓝商贸有限公司 曾明昊 曾明昊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琅西村桂春路13栋1门2楼 600 11

12 北京齐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张枝恝 郑丽平 北京市大兴区双高路香留园B南区121-6 2000 12

13 柳州市松明木业有限公司 王建富 张茂秋 南充市高坪区小龙街道东居街114号 500 13

14 成都邓二建材有限公司 郭海燕 郭海燕 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天府大道南段2716号恒大天府半
岛淽澜城16栋1单元2905号

500 14

15 湖南晶联建材有限公司 谢自香 谢自香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中意二路兴威建材大市场4栋11号 1200 15

16 上海闳聪建材有限公司 陈镇辉 许群雄 重庆市九龙坡区华福大道恒大雅苑38栋2006 2000 16

17 湖南森凡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雷祥和 雷祥和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芙蓉南路四段59号橘郡礼顿小区
101

1000 17

18 上海龙丰木业有限公司 陈丽娇 张海波 上海市宝山区沪太路2019弄58号 580 18

19 成都惠邦物流有限公司 付杨 付杨 四川省崇州市蜀州中路357号 200 19

20 成都云川嘉锦贸易有限公司 蔡云飞 吴建兵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龙港路龙港钢材城7栋3层7号 1000 20

21 六安市集叶区鸿林木业有限公司 李述云 李述云 安徽省六安市叶集区绿色板材工业园 500 21

22 湖南铭众贸易有限公司 薛翀 龚祖贻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井湾子街道红星紫金国际1栋7楼 1000 22

23 湖南健全达意建材有限公司 王亮 杨孚岸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新路村89号5栋A008-009号 500 23

24 成都兆丰恒业建材有限公司 马春华 黄波 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国际木材交易中心B区4栋 500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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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股份2020年西南区域（四川）模板木枋联合集中采购拟中标单位公示

序号 单位名称 法人代表 联系人 单位地址
注册资本
（万元）

综合排名

25 贵州驾亿木业有限公司 李卫航 罗明 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华润公园九里6-1-2306 1000 25

26 重庆市兴乾晟商贸有限公司 吴志鹏 吴志鹏 重庆市渝北区龙塔街道鲁能星城11街区6栋1单元901室 5200 26

27 成都春吉鑫贸易有限公司 何惠玲 王海涛 成都市青白江区香岛大道1509号现代物流大厦A区1楼46
号邮箱自编号00066

1000 27

28 太仓万谷实业有限公司 王永斌 林万金 江苏省苏州市太仓市港区港城广场2号2008室 1000 28

29 湖南润茂建材有限公司 邹志勇 邹志勇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先锋街道新路村4组伍捌建材有限公
司第12栋B001-003号

1000 29

30 广州鄂宏有限公司 张友国 张友国 广州市黄埔区鱼珠东路3号广东鱼珠国际建材市场一区
211号

2000 30

31 成都盛世华腾商贸有限公司 郑国华 郑国华 成都青白江国际木材交易中心A区4栋6号 600 31

32 山东迈鸿经贸有限公司 吴志芳 吴志芳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郭店街道相公吉祥苑新25号楼4单元
101

8000 32

33 成都市烽皇建材有限公司 王琼瑶 涂玉春 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县五津镇兴园5路86号附19号 500 33

34 四川中锐隆商贸有限公司 陈福平 陈福平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龙潭寺龙港钢材市场 500 34

35 上海敬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韩建永 杨利波 河北省石家庄平山县南甸镇敬业集团办公楼3楼木业部 5000 35

36 长沙恒万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赵剑斌 赵剑斌 长沙市开福区通泰街街道又一村巷88号铂宫家园 5000 36

37 北京隆昌恒鑫商贸有限公司 张剑伟 潘俊鹏 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金燕龙大厦1506室 1180 37

38 成都燕兴元商贸有限公司 罗海燕 王兴 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国际木材交易中心B区2栋16号 600 38

39 重庆普湄兴商贸有限公司 赵志林 赵志林 重庆市九龙坡区创业大道西部物贸中心 1000 39

40 上海鸿镔贸易有限公司 王清林 王清林 上海市宝山区沙浦路311弄34号201室 1000 40

41 北京永宏万达建材贸易有限公
司

陈红 陈红 北京市朝阳区双桥东路东旭花园50-2-102 3000 41

42 湖南省磊恒建材有限公司 吴磊 周磊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暮云街道莲华村 1200 42

43 成都市沁易商贸有限公司 杨沁东 杨沁东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西区百草路1067号天府创意产业园24
幢2-2

1200 43

44 北京华隆晟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施国华 施珍荣 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兴隆镇保水南一街保水逸苑f区1-
1-705室

1000 44

45 营口中林林产品有限公司 隋广龙 吴英淇 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运河路一号 5089 45

46 北京金世佳铭商贸有限公司 刘丽婕 张金桂 北京市昌平区北清路生命科学园创意园3-2-106 5100 46

47 上海华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吴永钢 孔俊夫 江苏省南京市金元天甲沧波门南街与马高路交叉口东南
150米3楼

68000 47

48 四川尚诚达业贸易有限公司 汪晟 汪晟 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新兴镇铁路货场天府建材城一区
一厅25号

1000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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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股份2020年西南区域（四川）模板木枋联合集中采购拟中标单位公示

序号 单位名称 法人代表 联系人 单位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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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综合排名

49 三门峡市恒言建材有限公司 吴书锋 李锋 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岗上村岗上人家西50米 3000 49

50 上海江楚木业有限公司 黄俊新 郭先裕 成都市青白江区国际木材交易中心 8300 50

51 浙江凯德嘉瑞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金晓云 林健 杭州市下城区体育场路105号4楼401室 3600 51

52 成都建林伟业商贸有限公司 张琰 杨超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府城大道西段399号天府新谷9-2-
1808号

1000 52

53 重庆百年华奥贸易有限公司 郭鹏 郭鹏 重庆市九龙坡区龙门阵大道197号5栋附85号（C5-3-
85）商铺

5000 53

54 河南新祥发实业有限公司 陈荣 陈金祥 河南省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八大街恒大绿洲5号楼 1160 54

55 福建省铁投实业有限公司 冯文宗 冯文良 重庆市九龙坡区华岩镇华福大道恒大雅苑23栋20-1室 5000 55

56 重庆中林林产品有限公司 王时 王宇驰 重庆市九龙坡区奥体路1号上城国际5号楼28层 50000 56

57 重庆楷誉商贸有限公司 伍益霞 伍益霞  重庆市九龙坡区华福路恒大雅苑13栋 1500 57

58 湖北旭恒木业有限公司 彭志斌 游超 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大桥新区木材模板建材大市场旭恒
木业

2000 58

59 北京岳氏腾达商贸有限公司 岳梅宁 康友宾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蜀明路6号1栋一单元123 1000 59

60 重庆浩宇博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陈志群 陈志群 重庆市沙坪坝区凤天大道169号 2000 60

61 陕西大宗物联有限公司 黄嘉润 黄佳声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凤城八路风景御园19号楼708室 710016 61

62 重庆双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赵俊花 赵俊花 重庆市九龙坡区华福大道北段68号 1000 62

63 四川军宏起点建材有限责任公
司

李俊 黄亚男 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皇龙新城b6-9 600 63

64 成都巨森源商贸有限公司 陈文忠 陈文忠 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国际木材交易中心B区4幢20号 600 64

65 四川金钏汇贸易有限公司 郑健 吴晓兵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兴盛西路固特大厦3栋B座503 5000 65

66 重庆明九商贸有限公司 伍林林 伍林林 重庆市沙坪坝区凤天大道53号附1-15-4号 2000 66

67 四川嘉铭贸通建材有限公司 黄伟铭 黄伟铭 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国际木材交易中心B区5栋2号 500 67

68 成都正合祥贸易有限公司 王笑凡 王笑凡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天府新谷7号楼2单元10层1002 2000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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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股份2020年西南区域（重庆）模板木枋联合集中采购拟中标单位公示

序号 单位名称 法人代表 联系人 单位地址
注册资本
（万元）

综合排名

1 湖南省金桥板业有限公司 曹政文 熊乐安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湘府路高升星光天地4栋10楼 1018 1

2 北京嘉豪鸿业商贸有限公司 张玉明 张志明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路8号3层2单元312 2000 2

3 北京东泰恒大贸易有限公司 陈玉莺 林雪梅 北京市朝阳区锦珑文化产业园A栋 2600 3

4 上海闳聪建材有限公司 陈镇辉 许群雄 重庆市九龙坡区华福大道恒大雅苑38栋2006 2000 4

5 湖南润茂建材有限公司 邹志勇 邹志勇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先锋街道新路村4组伍捌建材有限公
司第12栋B001-003号

1000 5

6 湖南晶联建材有限公司 谢自香 谢自香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中意二路兴威建材大市场4栋11号 1200 6

7 湖南森凡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雷祥和 雷祥和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芙蓉南路四段59号橘郡礼顿小区
101

1000 7

8 广西惟吾德鑫商贸有限公司 王文祥 曾亚清 成都市温江区柳林路99号金强欧郡3幢一单元903号 1000 8

9 浙江佰赢实业有限公司 王杰 郭金楚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双龙街199号金色西溪商务中心B座
5楼浙江佰赢

10000 9

10 北京齐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张枝恝 郑丽平 北京市大兴区双高路香留园B南区121-6 2000 10

11 上海龙丰木业有限公司 陈丽娇 张海波 上海市宝山区沪太路2019弄58号 580 11

12 成都云川嘉锦贸易有限公司 蔡云飞 吴建兵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龙港路龙港钢材城7栋3层7号 1000 12

13 重庆市兴乾晟商贸有限公司 吴志鹏 吴志鹏 重庆市渝北区龙塔街道鲁能星城11街区6栋1单元901室 5200 13

14 广州鄂宏有限公司 张友国 张友国 广州市黄埔区鱼珠东路3号广东鱼珠国际建材市场一区
211号

2000 14

15 湖南健全达意建材有限公司 王亮 杨孚岸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新路村89号5栋A008-009号 500 15

16 贵港市建立木业有限公司 覃家建 刘建祥 广西省贵港市覃塘区东龙镇木材加工集中区 1000 16

17 上海鸿镔贸易有限公司 王清林 王清林 上海市宝山区沙浦路311弄34号201室 1000 17

18 湖南铭众贸易有限公司 薛翀 龚祖贻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井湾子街道红星紫金国际1栋7楼 1000 18

19 太仓万谷实业有限公司 王永斌 林万金 江苏省苏州市太仓市港区港城广场2号2008室 1000 19

20 山东迈鸿经贸有限公司 吴志芳 吴志芳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郭店街道相公吉祥苑新25号楼4单元
101

8000 20

21 六安市集叶区鸿林木业有限公司 李述云 李述云 安徽省六安市叶集区绿色板材工业园 500 21

22 江苏兴腾时代商贸有限公司 赖建灿 戴元忠 江苏省太仓市上海东路77号五洋广场1号楼1305-1306 3000 22

23 湖南省磊恒建材有限公司 吴磊 周磊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暮云街道莲华村 1200 23

24 北京隆昌恒鑫商贸有限公司 张剑伟 潘俊鹏 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金燕龙大厦1506室 1180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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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股份2020年西南区域（重庆）模板木枋联合集中采购拟中标单位公示

序号 单位名称 法人代表 联系人 单位地址
注册资本
（万元）

综合排名

25 成都市沁易商贸有限公司 杨沁东 杨沁东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西区百草路1067号天府创意产业园24
幢2-2

1200 25

26 北京华隆晟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施国华 施珍荣 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兴隆镇保水南一街保水逸苑f区1-
1-705室

1000 26

27 四川尚诚达业贸易有限公司 汪晟 汪晟 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新兴镇铁路货场天府建材城一区
一厅25号

1000 27

28 北京金世佳铭商贸有限公司 刘丽婕 张金桂 北京市昌平区北清路生命科学园创意园3-2-106 5100 28

29 山西建工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吴杰 赵巍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华晋大厦5层 10000 29

30 长沙恒万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赵剑斌 赵剑斌 长沙市开福区通泰街街道又一村巷88号铂宫家园 5000 30

31 浙江凯德嘉瑞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金晓云 林健 杭州市下城区体育场路105号4楼401室 3600 31

32 重庆中林林产品有限公司 王时 王宇驰 重庆市九龙坡区奥体路1号上城国际5号楼28层 50000 32

33 重庆佰锦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伍琳 伍琳 重庆市九龙坡区华福大道恒大雅苑23栋11-3 1000 33

34 三门峡市恒言建材有限公司 吴书锋 李锋 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岗上村岗上人家西50米 3000 34

35 重庆普湄兴商贸有限公司 赵志林 赵志林 重庆市九龙坡区创业大道西部物贸中心 1000 35

36 陕西大宗物联有限公司 黄嘉润 黄佳声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凤城八路风景御园19号楼708室 710016 36

37 北京永宏万达建材贸易有限公
司

陈红 陈红 北京市朝阳区双桥东路东旭花园50-2-102 3000 37

38 河南新祥发实业有限公司 陈荣 陈金祥 河南省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八大街恒大绿洲5号楼 1160 38

39 福建省铁投实业有限公司 冯文宗 冯文良 重庆市九龙坡区华岩镇华福大道恒大雅苑23栋20-1室 5000 39

40 重庆百年华奥贸易有限公司 郭鹏 郭鹏 重庆市九龙坡区龙门阵大道197号5栋附85号（C5-3-
85）商铺

5000 40

41 重庆楷誉商贸有限公司 伍益霞 伍益霞 重庆市九龙坡区华福路恒大雅苑13栋 1500 41

42 上海敬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韩建永 杨利波 河北省石家庄平山县南甸镇敬业集团办公楼3楼木业部 5000 42

43 重庆双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赵俊花 赵俊花 重庆市九龙坡区华福大道北段68号 1000 43

44 湖北旭恒木业有限公司 彭志斌 游超 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大桥新区木材模板建材大市场旭恒
木业

2000 44

45 重庆明九商贸有限公司 伍林林 伍林林 重庆市沙坪坝区凤天大道53号附1-15-4号 2000 45

46 成都正合祥贸易有限公司 王笑凡 王笑凡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天府新谷7号楼2单元10层1002 2000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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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股份2020年西南区域（云南）模板木枋联合集中采购拟中标单位公示

序号 单位名称 法人代表 联系人 单位地址
注册资本
（万元）

综合排名

1 北京嘉豪鸿业商贸有限公司 张玉明 张志明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路8号3层2单元312 2000 1

2 四川忠文商贸有限公司 席孝忠 席孝忠 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毅兴街2号B区下15栋20号 668 2

3 湖南省金桥板业有限公司 曹政文 熊乐安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湘府路高升星光天地4栋10楼 1018 3

4 北京东泰恒大贸易有限公司 陈玉莺 林雪梅 北京市朝阳区锦珑文化产业园A栋 2600 4

5 北京齐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张枝恝 郑丽平 北京市大兴区双高路香留园B南区121-6 2000 5

6 浙江佰赢实业有限公司 王杰 郭金楚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双龙街199号金色西溪商务中心B座
5楼浙江佰赢

10000 6

7 湖南润茂建材有限公司 邹志勇 邹志勇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先锋街道新路村4组伍捌建材有限公
司第12栋B001-003号

1000 7

8 广西惟吾德鑫商贸有限公司 王文祥 曾亚清 成都市温江区柳林路99号金强欧郡3幢一单元903号 1000 8

9 湖南铭众贸易有限公司 薛翀 龚祖贻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井湾子街道红星紫金国际1栋7楼 1000 9

10 湖南晶联建材有限公司 谢自香 谢自香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中意二路兴威建材大市场4栋11号 1200 10

11 上海闳聪建材有限公司 陈镇辉 许群雄 重庆市九龙坡区华福大道恒大雅苑38栋2006 2000 11

12 湖南省磊恒建材有限公司 吴磊 周磊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暮云街道莲华村 1200 12

13 成都隆顺贸易有限公司 周鹏 周鹏 成都市金牛区金府路555号万贯五金机电市场21号大厅
25号门

1000 13

14 湖南健全达意建材有限公司 王亮 杨孚岸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新路村89号5栋A008-009号 500 14

15 郑州森罗商贸有限公司 王昆全 王昆全 河南省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北四路中部金属物流园
模板区二排1号

1000 15

16 成都市沁易商贸有限公司 杨沁东 杨沁东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西区百草路1067号天府创意产业园24
幢2-2

1200 16

17 上海鸿镔贸易有限公司 王清林 王清林 上海市宝山区沙浦路311弄34号201室 1000 17

18 江苏兴腾时代商贸有限公司 赖建灿 戴元忠 江苏省太仓市上海东路77号五洋广场1号楼1305-1306 3000 18

19 上海龙丰木业有限公司 陈丽娇 张海波 上海市宝山区沪太路2019弄58号 580 19

20 北京永宏万达建材贸易有限公
司

陈红 陈红 北京市朝阳区双桥东路东旭花园50-2-102 3000 20

21 长沙恒万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赵剑斌 赵剑斌 长沙市开福区通泰街街道又一村巷88号铂宫家园 5000 21

22 北京金世佳铭商贸有限公司 刘丽婕 张金桂 北京市昌平区北清路生命科学园创意园3-2-106 5100 22

23 重庆普湄兴商贸有限公司 赵志林 赵志林 重庆市九龙坡区创业大道西部物贸中心 1000 23

24 北京中元富邦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黄飞岭 黄飞岭 云南省昆明市兴苑路中段城市领地花园1幢3单元第13层
1304号

2000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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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股份2020年西南区域（云南）模板木枋联合集中采购拟中标单位公示

序号 单位名称 法人代表 联系人 单位地址
注册资本
（万元）

综合排名

25 浙江凯德嘉瑞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金晓云 林健 杭州市下城区体育场路105号4楼401室 3600 25

26 重庆百年华奥贸易有限公司 郭鹏 郭鹏 重庆市九龙坡区龙门阵大道197号5栋附85号（C5-3-
85）商铺

5000 26

27 河南新祥发实业有限公司 陈荣 陈金祥 河南省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八大街恒大绿洲5号楼 1160 27

28 重庆市拓瑞建材有限公司    郑天四    郑金鱼 重庆市沙坪坝区凤天大道君和广场2幢18-11 1000 28

29 三门峡市恒言建材有限公司 吴书锋 李锋 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岗上村岗上人家西50米 3000 29

30 福建省铁投实业有限公司 冯文宗 冯文良 重庆市九龙坡区华岩镇华福大道恒大雅苑23栋20-1室 5000 30

31 湖北旭恒木业有限公司 彭志斌 游超 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大桥新区木材模板建材大市场旭恒
木业

2000 31

32 重庆双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赵俊花 赵俊花 重庆市九龙坡区华福大道北段68号 1000 32

33 上海敬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韩建永 杨利波 河北省石家庄平山县南甸镇敬业集团办公楼3楼木业部 5000 33

34 重庆中林林产品有限公司 王时 王宇驰 重庆市九龙坡区奥体路1号上城国际5号楼28层 50000 34

35 重庆明九商贸有限公司 伍林林 伍林林 重庆市沙坪坝区凤天大道53号附1-15-4号 2000 35

36 成都正合祥贸易有限公司 王笑凡 王笑凡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天府新谷7号楼2单元10层1002 2000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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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股份2020年西南区域（贵州）模板木枋联合集中采购拟中标单位公示

序号 单位名称 法人代表 联系人 单位地址
注册资本
（万元）

综合排名

1 北京嘉豪鸿业商贸有限公司 张玉明 张志明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路8号3层2单元312 2000 1

2 北京东泰恒大贸易有限公司 陈玉莺 林雪梅 北京市朝阳区锦珑文化产业园A栋 2600 2

3 浙江佰赢实业有限公司 王杰 郭金楚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双龙街199号金色西溪商务中心B座
5楼浙江佰赢

10000 3

4 湖南省金桥板业有限公司 曹政文 熊乐安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湘府路高升星光天地4栋10楼 1018 4

5 湖南晶联建材有限公司 谢自香 谢自香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中意二路兴威建材大市场4栋11号 1200 5

6 湖南润茂建材有限公司 邹志勇 邹志勇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先锋街道新路村4组伍捌建材有限公
司第12栋B001-003号

1000 6

7 深圳市华林森建材有限公司 刘尧林 刘尧林 深圳市宝安区新桥街道洋下大道新富豪庭二栋2103 500 7

8 广西贵港市嘉马木业有限公司 林银坤 林仲瑜 广西贵港市覃塘区五里镇云表村黑石岭部分工厂土地 1000 8

9 湖南铭众贸易有限公司 薛翀 龚祖贻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井湾子街道红星紫金国际1栋7楼 1000 9

10 北京齐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张枝恝 郑丽平 北京市大兴区双高路香留园B南区121-6 2000 10

11 贵州鑫晶恒建材有限公司 邹金美 王木顺 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金阳天合建材交易中心A区50号 666 11

12 广西惟吾德鑫商贸有限公司 王文祥 曾亚清 成都市温江区柳林路99号金强欧郡3幢一单元903号 1000 12

13 太仓万谷实业有限公司 王永斌 林万金 江苏省苏州市太仓市港区港城广场2号2008室 1000 13

14 湖南健全达意建材有限公司 王亮 杨孚岸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新路村89号5栋A008-009号 500 14

15 北京永宏万达建材贸易有限公
司

陈红 陈红 北京市朝阳区双桥东路东旭花园50-2-102 3000 15

16 上海鸿镔贸易有限公司 王清林 王清林 上海市宝山区沙浦路311弄34号201室 1000 16

17 湖南省磊恒建材有限公司 吴磊 周磊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暮云街道莲华村 1200 17

18 北京金世佳铭商贸有限公司 刘丽婕 张金桂 北京市昌平区北清路生命科学园创意园3-2-106 5100 18

19 浙江凯德嘉瑞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金晓云 林健 杭州市下城区体育场路105号4楼401室 3600 19

20 江苏兴腾时代商贸有限公司 赖建灿 戴元忠 江苏省太仓市上海东路77号五洋广场1号楼1305-1306 3000 20

21 重庆普湄兴商贸有限公司 赵志林 赵志林 重庆市九龙坡区创业大道西部物贸中心 1000 21

22 长沙恒万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赵剑斌 赵剑斌 长沙市开福区通泰街街道又一村巷88号铂宫家园 5000 22

23 三门峡市恒言建材有限公司 吴书锋 李锋 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岗上村岗上人家西50米 3000 23

24 湖北旭恒木业有限公司 彭志斌 游超 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大桥新区木材模板建材大市场旭恒木业2000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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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股份2020年西南区域（贵州）模板木枋联合集中采购拟中标单位公示

序号 单位名称 法人代表 联系人 单位地址
注册资本
（万元）

综合排名

25 福建省铁投实业有限公司 冯文宗 冯文良 重庆市九龙坡区华岩镇华福大道恒大雅苑23栋20-1室 5000 25

26 北京中元富邦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黄飞岭 黄飞岭 云南省昆明市兴苑路中段城市领地花园1幢3单元第13层
1304号

2000 26

27 上海敬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韩建永 杨利波 河北省石家庄平山县南甸镇敬业集团办公楼3楼木业部 5000 27

28 重庆双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赵俊花 赵俊花 重庆市九龙坡区华福大道北段68号 1000 28

29 重庆中林林产品有限公司 王时 王宇驰 重庆市九龙坡区奥体路1号上城国际5号楼28层 50000 29


